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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老年消费者欢迎的

智能产品依次是

一年购买6次化妆品

一年花1500元购置新衣

爱健康也爱美（医美支出增4倍）

掏手机姿势比掏钱包更帅

左手养生右手奶茶

爱美的银发族

银发族网购搜索
热门词汇

青年作家如果能占
领城市文学高地，而
且能关注未来生活，
这样的作品读者肯
定会欢迎，希望中原
青年作家们关注这
样的创作方向。

万人次
783.7

与人民日报新媒
体平台 10日数据
对比来看，《河南
一分钟》视频播放
量增加 783.7 万
人次，点赞量增加
5.5237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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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儿女给爸妈尽孝，老年人的消费实
力也不可小觑。特别是电商平台物流配送和
售后等服务的不断完善、移动支付的迅速普
及，更快推动了“银发经济”的发展。京东大
数据显示，今年重阳节，河南老年人的人均消
费增长在全国排名第七。

爱美之心，银发族有之。阿里大数据显示，
银发族年均购买化妆品6次。另外，银发族一
年花1500元在购置新衣上。盘点其搜索服饰

的热门词汇，“新款”首当其冲，其次是“洋气”
“百搭”等概念，令人意外的是“AJ”“小白鞋”等
年轻人的潮流也出现在了银发族的视野中。
此外，银发族医学美容支出是去年的4.4倍。

梳理数据可以发现，各年龄层呈现不同
的消费特点。“50岁+”银发族占比最高，占七
成，成消费主力；“60岁+”群体“双十一”购买
热情最高；“70岁+”群体化妆品、运动装备购
买量增速最快。

□本报记者 陈晨

40载沧桑沉浮见微知著，15回精彩故事道
尽芳华。10月 17日，由河南日报客户端青春
派栏目策划制作的新闻纪实评书《改革开放40
年之晓妍开讲》第十五回精彩亮相，第一季圆
满收官，好评如潮。应广大用户要求，第二季
节目《晓妍开聊》将于近日陆续推出。

“说大事儿，说小事儿，都是改革开放那些事
儿；话历史，话变革，青年人的话题有趣味儿……”
伴随着熟悉的开场白，17日，新闻纪实评书《晓
妍开讲》第一季迎来收官之作。

《晓妍开讲》第一季的15期节目，把改革开
放的宏大叙事从青年人的故事和话题入手娓
娓道来，回望历史、观照现实，以小见大、有理
有趣，深受广大青年用户的欢迎，特别是在省
内各大高校引发强烈反响。

《晓妍开讲》系列节目除了在河南日报客
户端和河南日报官方微信、微博发布之外，还
在人民号、今日头条等合作平台进行了同步转
发，并得到国内最大音频节目平台“喜马拉雅
FM”的合作推广和重点推荐，目前在该平台上
46个关于改革开放的题材中排名第二，实现了
全平台覆盖的复合式传播。

截至目前，《晓妍开讲》系列节目有效信息
源刊发转载的全网总点击量已突破 500万次，
仅在河南日报客户端，单期平均阅读数已超过
20万次。

河南日报客户端将于近期推出第二季节
目《晓妍开聊》。在第一季中，听众们听了很多

“别人的故事”；新一季的节目将把话筒交给大
家，给听众带来更多“自己的故事”。③5

《晓妍开讲》第一季
圆满收官
第二季节目即将播出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何心悦

“齐聚华商源、共筑中国梦、争做出彩
人”。10月 17日（农历九月初九）2018中国·
商丘国际华商节拉开序幕。从 2006年起，每
两年举行一次的华商节到今年已是第七届
了。对于华商节，网友们纷纷以东道主之姿
迎天下宾朋，甚至以诗抒怀。

不少网友热情洋溢，喜迎天下宾朋。
@行者无疆：相聚华商节，共筑华商梦！

商丘欢迎您！我为商丘代言！

@商道：厉害了应天府，这才是浓浓的商

味！美丽的大商丘，投资兴业的热土！

有的网友曾留下了关于商丘的美好回
忆，得知华商节举行，他们纷纷称赞商丘城，
点赞商丘人。

@辨43534：大爱商丘！前几天去商丘

古城玩，一个老爷爷用自己的老年车带我在

古城慢悠悠兜了一圈，还给我一一讲解。大

爱这位爷爷，以及像他这样的商丘人。

@流洋流沙：商丘人杰地灵，在我人生中

留下美好的回忆。每一年华商节我都会关

注，希望商丘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有。
华商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也让

不少网友体会到商丘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赫若凡：王公庄村的画虎高手真是绝了！

虎画得威风凛凛，像是要从纸里跳出来一样。

还有网友文采飞扬，自创七言诗献给商
丘和华商节。

@豫东先生：天降玄鸟而生商，三商之源

万 古 流 。 三 皇 之 一 燧 人 氏 ，钻 木 取 火 创 曙

光。孔子还乡拜祖祠，庄周梦蝶逍遥游。高

祖斩蛇兴汉地，梁王芒砀金缕衣。孝烈将军

花木兰，替父从军胜须眉。赵氏江山发迹州，

南宋开国第一都。归德城郭天下奇，外圆内

方似铜钱。忠贞爱情桃花扇，世人传唱胜梁

祝。淮海决战大后方，民推独轮援解放。京

九陇海大枢纽，豫鲁苏皖中心城。八百万人

心齐协，商丘腾飞在今朝。③5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康世甫 文\图

10月 16日晚，在参加完当日举行的第三
届中原作家群论坛之后，著名作家、第七届茅
盾文学奖获得者、首届南丁文学奖获得者周大
新，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省文学
院院长何弘，做客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政务中心
《大河政对面》视频访谈栏目，围绕网友关心的
中原作家群建设、新时代文学创作、青年作家
成长等热点话题，进行了交流。

“在全国很
少有一个地域，
在一线作家数
量和质量上可
以 和 中 原 媲
美。”何弘说，活
跃在北京的豫
籍作家有周大
新、刘庆邦、刘
震云、阎连科以
及年轻一代的
李洱等，在河南
本地有李佩甫、
张宇、邵丽、乔
叶 以 及 80 后、
90 后 的 南 飞

雁、李清源等，形成了老中青完整的梯队。
今天，文学创作该如何吸引读者关注？

“对于作家来讲，要注意到读者阅读习惯
的变化。”周大新说，现在写长篇小说要尽可能
把水分挤掉，把干货留给读者，十几万字、二十
几万字，能把事情说清楚就好。

谈到青年作家如何快速成长，周大新饱含
深情，“青年作家如果能占领城市文学高地，而
且能关注未来生活，这样的作品读者肯定会欢
迎，希望中原青年作家们关注这样的创作方
向”。③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一组数据最能说明你对河南有多爱：
连日来，中央及河南、北京、广东、山东、江
苏、浙江等多地媒体全媒体发力，热情网友
全网助推，网站、客户端、微博、微信、朋友
圈、社群不断传播，两款网络爆款融媒体产
品《河南一分钟》《这里是河南》持续走红大
江南北，覆盖用户 5.6亿人次，网友阅读点
赞转评总量2.7亿人次。

微视频《河南一分钟》、微信版《这里是
河南》由中央网信办移动网络管理局联合
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与河南省委网信
办联动，委托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制作，大河
数字融媒体、河南日报客户端、大河报豫直
播团队协同生产，作为“中国一分钟”庆祝
改革开放 40周年移动端主题接力微传播
活动项目，自 10月 1日开始推出，每天一
期，河南版9日播出。

截至 17日 17时，河南版在已播出的
系列节目中，创下了令人骄傲的数据：仅人
民日报新媒体平台，《河南一分钟》阅读播
放量达 2603.6 万人次，其中微博 1179 万
人次，秒拍 880.3万人次，腾讯视频 287万
人次；客户端 83.3 万人次，微信 174 万人
次，8.0667 万网友点赞；《这里是河南》阅
读量273.2万人次，11.276万网友点赞。

与人民日报新媒体平台 10日数据对
比来看，《河南一分钟》视频播放量增加
783.7万人次，点赞量增加 5.5237万人次；
《这里是河南》阅读量增加了 144.6 万人
次，点赞量增加7.8168万人次。

这两款产品为什么会持续走红？
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中国一分钟》

项目负责人张意轩在接受采访时说，系列
微视频以“一分钟”为维度，全方位呈现祖
国的山河魅力，突出地域特色与风土人情，
展示各地方改革开放发展成果，反映改革
开放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切实变化。对宏观
数据进行拆解，具象到一分钟的直观数字，
信息含量丰富，与精心选择的画面相结合，
对于受众而言，更加真实可感，与网友形成
了情感共振和价值共鸣。

网友李吉明说，河南，是炎黄子孙的根
系所在，更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近年
来，河南人民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
有我”的责任担当，上下同心、同频共振，演
绎了备受关注的“河南发展模式”，让“河南
故事”感动了中国，也震撼着世界。③6

《河南一分钟》《这里是河南》
两款爆款产品持续走红

从大数据看
你对河南有多爱

舆情暖焦点
——传播正能量 大河数字

10月17日，2018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开幕式上，演员在表演《华商同心》。⑨6 傅青 摄

新时代中原作家群
如何“刷屏”
听周大新何弘畅聊文学那些事儿

河南老人网购人均消费增长全国第七

网购成老年人新乐趣

如今的银发族越来越喜欢移动支付，
相比 2017年，使用移动支付的银发族人数
翻了一番。在线下，使用支付宝扫一扫完
成付款的银发族人数，更是足足增长了 2.5
倍。使用指纹支付或者刷脸支付等暖科技
的银发族增长了 20%。同时，银发族中的
支 付 宝 钻 石 、铂 金 会 员 用 户 数 增 长 了
159%，其中，银发族在钻石会员中占到了
8.8%。

老年人中也有不愿意凑热闹、足不出户
的“技术宅”。支付宝数据显示，相比 2017
年，在家里动动手指就完成水电煤等生活缴
费的银发族增长了108%。而在刚刚过去的
十一黄金周期间，银发族通过手机点奶茶的
订单数比节前增长近84%。③6

10月16日，著名作家周大新和省文联副主
席何弘做客《大河政对面》视频访谈栏目。②48

144.6
万人次

记者10月 17日从京东大数据了解到，河
南省各城市中，重阳节商品人均消费额增速
较快的前三个城市分别是济源市、鹤壁市和
南阳市。

“要过节了，给最近迷上智能装备的老
妈添置了新物件。”10 月 17 日，郑州市民马
先生告诉记者，“往年都是买保健品、衣服之
类的，今年看她喜欢上了蓝牙小音箱，特意
买了一个磁悬浮的，让妈妈的业余生活时尚
起来。”

记者注意到，今年重阳节，适合老年人使
用的智能手机、蓝牙小音箱和计步器等成为热

销商品。“女儿给我买了智能
手机，可以用来看电视，还能
发微信。”65岁的李阿姨笑着
向记者展示她的智能手机。

来 自 京 东 的 大 数 据 显
示，今年重阳节最受老年消
费者欢迎的智能产品依次是
智能手机、智能电视、智能马
桶盖、智能电饭煲、智能手
环。而销售额排名第一的智
能手机中，最受老年人欢迎
的手机品牌是苹果。

两九相重，又见“重阳”。京东大数据显示，今年重

阳节前，重阳节相关商品的人均消费额相比去年同期增

长近 25%。与此同时，随着“银发经济”的不断崛起，河

南老年人的购买力不可小觑，人均消费增长在全国排名

第七。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利瑶

智能产品热销，老人越来越时尚

一年购买6次化妆品，医美支出是去年的4.4倍

买单掏手机比掏钱包更帅
银发族“技术宅”越玩越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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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河南》阅
读 量 增 加 了
144.6 万人次，点
赞量增加7.8168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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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葛思贤

10月 7日，一条“中国锦鲤”横空出世，
成为"霸屏"多日的焦点人物。但关于焦点
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它承载的全球关注，
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人"走出去"的具
体体现；它凝聚的吉祥意蕴，也包含着网友
们对“鲤跃龙门”的美好期待。

凭借十一假期中对支付宝“祝你成为
中国锦鲤！”微博的随手一转，这个默默无
闻的 90后女生“信小呆”从 300万人中脱
颖而出，获得“看完大概需要 3分钟”的支
付宝全球礼单。随之而来的，是个人影响
力的飞速增长，截至 10月 17日，信小呆的
微博粉丝数已经接近109万。

面对象征好运的锦鲤，网友们当然要
“蹭一蹭”，但在众多“转发这个信小呆，你
就能……”的祈福中，我们发现，“锦鲤”的
正能量与未来潜力也引起关注。

@米米：锦鲤中奖后夜里九点半还在加班

……啥也不说了，人家那么幸运还那么踏实。

@欢呼：想对信小呆说，成为“中国锦

鲤”无限扩充了你个人的影响力。下一步

可以跟各大出境游平台合作，更新日常，打

造自己的品牌，继续做一个正能量的人！

@大头：对支付宝平台而言，“中国锦

鲤”是一次现象级营销，从购物“双十一”，到

过年“集五福”，再到今天的“中国锦鲤”……

这些简单的、具有文化特色的符号，正是他

们发掘传播热点的宝藏，值得借鉴。②28

“锦鲤”正能量
获网友点赞


